
7月训练 
#4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 
有主的同在，以展示祂的得胜， 

好建造祂的身体并扩展祂的国度9/13-19 
OL Summary: 
I.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喇合（她是妓女，
也是迦南人）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
释放他们，乃是出于她信心的行动；她相信以
色列的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
天下地的神”(书2:11下): 
A.耶和华预备妓女喇合给约书亚，为着取得那
地；因着她相信神，她“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
人一同灭亡”；她转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
并且信靠祂和祂的百姓｡ 
B.喇合与她全家得救的记号，是挂在她房子窗
戸上的一条朱红线绳；系在窗戸上的朱红线绳，
预表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她相信借这记号，
她和她全家都必得救。 
C.喇合虽是被定罪的迦南人，又是在耶利哥这
受神永远咒诅之地的妓女，却在归向神和神的
百姓后，嫁给以色列领头的犹大支派中一个首
领的儿子，也许是两个探子之一的撒门，然后
生了敬虔的波阿斯，基督乃是从他而出；喇合
就联于成为肉体的基督，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
纶｡ 
D.这给我们看见，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只要
我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并与神百姓中适当的
人结合（不是就物质的意义说，乃是就属灵的
意义说），就会生出正确的果实，并享受基督
长子的名分｡ 
II.毁灭耶利哥之后，以色列在艾城战败；在耶
利哥，约书亚照着神的经纶打发探子，不是为
着争战，乃是要得着喇合；但在艾城，由于以
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着争战打
发探子: 
A.探子向约书亚关于艾城的报告，指明以色列
人把神放在一边；他们没有求问神该如何攻打
艾城；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那时，他们
没有与神是一，反而凭自己行动，没有寻求主
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以色列人因着他们
的罪与神分开了。』 
B.我们若要进入、据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这美地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主应
许摩西：“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
安息”(出33:14)。神的同在就是祂的道路，是
那向祂的百姓指示当行之路的“地图”。 
C.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战胜耶利哥之后，第
一个犯罪的是亚干；亚干所犯严重的罪，其内
在、属灵的意义和神圣的观点，乃是他贪爱一
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示拿地后来称为巴比
伦），为着好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 
1.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犯了相同原
则的罪——这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 
2.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作假冒的事，是凭着妓

女的原则作的，不是凭着新妇的原则作的；假
的奉献和假的属灵都是罪，但真实的敬拜是在
灵和真实里；愿神使我们作诚实的人｡ 
3.“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
华是看内心”(撒上16:7)。我们若将神的话珍
藏在心里，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祂就要
成为我们心中所存的善；这样，从我们心里所
充满的，我们就能将祂这美妙的善分赐到人里
面｡』 
III.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亚干的罪
之后，就战胜艾城，但之后又有以色列人如何
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 
A.基遍人就是希未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
净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
并且与鬼调和；基遍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
人｡ 
B.因着他们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和艾城，
就想要与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使以色列人让他
们活着；他们假充使者而来并假装是从远地来
的；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
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我们是你们
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约
9:6,11)。 
C.约书亚9:14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
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遍人的欺骗——
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因此，约书亚
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 
1.以色列人受了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
丈夫的妻子；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
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
为婚配｡ 
2.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班神的选民是祂的
妻子，在祂与我们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
的婚姻联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丈夫是
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此与蒙救
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荣化的三部分
人结为婚配；至终，圣经结束于新耶路撒冷，
就是神选民在新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作宇宙
的妻子，直到永远｡ 
3.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乃该一直依赖丈
夫，并与他是一；基遍人到以色列人那里时，
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祂该作
什么｡  



CP1:归向神和神的子民之后，与适当的首领联
合，生出正确的果实 

OL1: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喇合（她是妓女，
也是迦南人）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
释放他们，乃是出于她信心的行动；她相信以
色列的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
天下地的神”（书二11下）。 

她告诉探子说，她知道耶和华已经把那地
赐给以色列人，并且那地的一切居民，在他们
面前也都丧胆了。她接着说，他们听见以色列
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以色列人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以及以色列人怎样待亚摩利
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将他们尽都毁灭。然后
喇合宣告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
的神。”（书二11下。）因着她相信神，她
“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来十
一31下）…这迦南妇人嫁给犹大支派的首领撒
门，她借着与这犹大首领的联结，成了以色列
的一部分，并生出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马太
一章基督的家谱里包括了喇合的名字，这是何
等尊荣！ 

现在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于管治我们与基督
联合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无论我们的背景
如何，我们都必须归向神和神的子民。第二，
我们必须与适当的人结合，这不是就物质的意
义说，乃是就属灵的意义说。我们归向神和神
的子民以后，必须与适当的人联合、建造并调
和。第三，我们必须生出正确的果实。然后我
们就会完全在基督的长子名分里。今天许多基
督徒似乎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们没有撒门和
波阿斯。你若要有撒门和波阿斯，必须与正确
的信徒，与领头支派中正确的领头人调和。然
后你需要生出正确的果实，就是大卫的先祖波
阿斯。我们必须归向主，我们必须归向主的子
民；我们必须顾到如何与别人调和。 
OL2:以色列人在艾城失败的关键，乃是他们失
去神的同在，不再与神是一；这次失败以后，
约书亚学了功课，知道要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
至终，主进来对他说话，告诉他要作什么。 
OL3:我们从这记载该学习的属灵功课乃是：我
们这些神的子民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一；祂不
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
神的人—神人。 
OL4: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祂
同行，与祂同活，并与祂一同行事为人；这是
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神儿女争战的路，也是
建造基督身体的路。 
OL5: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
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
乃是一切。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请从妓女喇合的事例中

学习三个原则。❶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必
须归向神和神的子民:人无论哪个国家出身，有
怎样的宗教背景，社会地位的高低，还是学历
的高低，都一定要归向神和神的子民。现在，
你凭着信和受浸，已经归向了基督和召会，你
归向了宇宙中最棒的家族，召会，基督的身体。
成为了身体的一个肢体。哈利路亚！ 
❷和正确的信徒、有恩赐的肢体、带领的首领
联合:归向基督和召会之后，你要和主恢复里的
弟兄姊妹联合。 
希伯来13:17 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
服从。 
以弗所4:11 祂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
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
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
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你进入到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里，通过倪弟
兄和李弟兄时代的职事，认识神永远的经纶。
在地方召会中，认识基督的身体，在身体中，
为了身体的建造服事，服从带领的弟兄姊妹。
以弗所4章，说到主为了神的经纶成全你，是通
过恩赐，而不是直接成全。你需要和恩赐相联
结。 
❸生出正当的果实，大卫的祖先波阿斯。: 
马太1:1 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
的家谱。 
5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
备得，俄备得生耶西、 
6 耶西生大卫王。 
    波阿斯的子孙生了耶稣基督。你要和正确
的人联合，生出正确的果实。这是长子的特权，
也就是地的两倍的分、祭司职分、王的职分…
在约书亚第七章，以色列在耶利哥得胜之后，
在艾城战败。因为形式主义、愚钝、高傲、盲
目，他们轻敌了。和神没有成为一是失败的原
因。他们没和神交通，没有求神的建议…你要
理解喇合事例中的三点，以及艾城失败的原因，
在主的面前和主有彻底的交通。在交通中认罪，
从而有更深的交通。这些真理的要点能构成你，
成为长期的牧养。 
祷告:哦主耶稣，我凭着信和受浸，已经归向基
督和召会。感谢让我归向宇宙中最棒的家族、
召会、基督的身体，成为身体里的一个肢体。
归向基督和召会以后，在召会中，认识基督的
身体，为了身体的建造服事，服从带领的弟兄
姊妹。这样的话就能获得长子权利，生出正确
的果实。阿们！ 

  



CP2:对付想要从人那里获得荣耀的虚伪，  
跟随新妇的原则，追求主直接的同在 

OL1:我们若要进入、据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
督这美地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主
应许摩西：“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
得安息”（出三三14）；神的同在就是祂的道
路，是那向祂的百姓指示当行之路的“地
图”。 

即使我们眼中带着泪水，我们天天还得这
样说，“主，除了你微笑的同在，无别能使我
满足。除了你荣脸上的微笑，我别的什么都不
要。只要我有这一个，我就不管天塌下来，或
是地裂开。全世界可以都起来反对我，但是只
要你的笑脸在我身上，我就能赞美你，并且一
切都可以使我满意。”主说，“我的同在必和
你同去。”何等宝贝！主的同在，主的微笑，
乃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惧怕从主有所接受，
却失去祂的同在。…很可能主自己会把什么东
西给你，但是那一件东西却将主的同在从你夺
去。…我们必须学习只受主同在的保守、掌管、
管理并指引。…我们不要祂间接的同在。…你
要学习单单受主直接、头手同在的管理。…这
不仅是一个条件，一个资格，也是一个能力，
使你能进去得着那地。主头手的同在要以力量
加强你去得着基督的丰富与万有。哦，神头手
的同在有何等的力量，何等的大能！ 
OL2: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战胜耶利哥之后，
第一个犯罪的是亚干；亚干所犯严重的罪，其
内在、属灵的意义和神圣的观点，乃是他贪爱
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示拿地后来称为巴比
伦），为着好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 
OL3: 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犯了相同
原则的罪——这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他
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
们装假；神的儿女需要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装
假。OL4: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作假冒的事，是
凭着妓女的原则作的，不是凭着新妇的原则作
的；假的奉献和假的属灵都是罪，但真实的敬
拜是在灵和真实里；愿神使我们作诚实的人｡ 
OL5:“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
和华是看内心”（撒上16:7）。我们若将神的
话珍藏在心里，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祂
就要成为我们心中所存的善；这样，从我们心
里所充满的，我们就能将祂这美妙的善分赐到
人里面｡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在职者和研究人员应该认识，神不是看

外貌，乃是看人的内心。亚干贪爱一件美好的
示拿地（巴比伦）衣服，为着装饰自己，使自
己体面。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艾城失败的原因。
在彼得时代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也可以看到同
样的罪。有些人爱主并奉献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事实上他们只奉献了一部分，却说他们已经奉
献了一切，他们假装自己是非常爱主。这是内
心的虚伪。他们奉献了一部分是很好的，没有
错。但神看到他们心中的虚伪并定他们的罪。
虚伪是巴比伦的原则，神要将巴比伦的东西彻
底毁灭。 

你只需要学习借着主的同在被保守、被支
配、被管理、被带领。主的直接同在会带着祂
的大能加强你，使你获得基督的丰满，包罗万
有的一切。要有神的同在，你心中的虚伪就必
须被毁灭。 

堕落的人有说真实的话表面话的问题。特
别是，日本人在文化上把说真实的话和说表面
的话分开。然而，在神话语的光照下，不说清
楚 Yes 或 No 是“虚伪的智慧”。新约信徒都是
申言者，应该要讲真话，实行真理。认并对付
自己虚伪的罪，就可以恢复神的同在。 
见证:在读圣经和与主交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
祷告词是形式化的，或是说是做在人前的，是
虚伪的而不是真实的。例如，台湾的同工来访
问的时候，符合我观念的就很高兴的接受，不
符合我观念的，就不太想听。但是，嘴里却说
“阿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才
发现，我内心的真实意图和在人面前的表现不
同是虚伪的。因为这样的虚伪，我意识到自己
无法与主成为一，失去了主直接的同在和祝福。
我多次的这样祷告：“主耶稣，你憎恨巴比伦
虚伪的原则，并且你要彻底的毁灭它。我旧人
的里面有虚伪。若我不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
我就无法与主成为一”。然后我逐渐地从里面
向主敞开，丢弃虚伪和想做给别人看的想法，
与主有了诚实的交通。借着与主个人亲密的交
通暴露了各种类型的虚伪，我认自己的罪并借
着那灵将旧人钉在十字架上。越加深与主之间
的交通，就越能够改善我在工作上的人际关系
和召会生活中的交通。 
祷告:哦，主耶稣。在我旧人的里面有亚干和亚
拿尼亚的元素。我看见在我的旧人里面有一种
想要让人看起来好的感觉，使我在不知不觉中
有真实意图和在人面前的表现不同的虚伪。暴
露我里面的虚伪。主啊，愿我能够在与你的同
在中有亲密的交通，能够一直看到你的笑脸。
照亮和揭露我内心的虚伪。主啊，愿你能在主
面前亲密互动，常看主微笑。让我在主里成为
一个诚实的人。阿们！  



CP3:一切的问题，带到主面前，在祂面前并在与
祂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 

OL1:作为爱主并渴望成为祂得胜新妇构成分子
的信徒，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和神商量；
我们需要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在祂面前并
在与祂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事情。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
给基督。 
OL2:每一个信徒从这一面来说，都要软弱到这
才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一个地步，每逢碰到
一件事的时候，他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
去作，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祂来
定规。 
腓4: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
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
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
你们的心怀意念。 
OL3:我们无别办法，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
都得和祂商量，一切都得让祂来处理，一切都
得让祂来说话，一切都得由祂来主张；在基督
徒身上，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另一位
—神—乃是荣耀的｡ 
OL4:神若引导你走你所不认识的路，这就迫使
“你与祂有千百次的谈话，以致这路程在祂和
你中间，变成一个永远的记念”。 
OL5:以色列没有寻求她丈夫的意思，结果乃是
这独立自主的妻子受了欺骗，没有保护，没有
防卫；从圣经中的这记载，我们需要学习，我
们是主的妻子，该与祂同活，一直依赖祂，并
时时与祂是一；这是约书亚九章的内在意义。  

假定我是妻子，一个贫穷的女人来到我这
里求些帮助，我这妻子可否凭自己直接为这贫
穷的女人作些事？因着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
所以我可能给她一点钱或食物，而没有为这事
问过我的丈夫。这就是在约书亚九章所发生的
事。基遍人到以色列人这里，好像贫穷的女人
来到富有、高尚之家的贵妇这里。以色列这妻
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祂这件事。但以色
列人，“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9:14）。以
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就与他们立约。一
旦以色列人立了这约，指着耶和华的名向基遍
人起了誓，约就不能改变，以色列人就不能碰
基遍人。 

从前凡事到你跟前来，你都有见地，都有
办法，都有眼光，都有主张。从你作了基督徒
这一天起，你和从前两样了，你变作不能自主
了，不能独立了，碰到一切的问题，你都觉得
必须和神商量，和神接触一下，在神面前考虑
一下，让神来鉴定一下，到神跟前去给祂审核
一下。这乃是最好的基督徒生活。 

 
 
 

应用:服事者篇 
每个国民都有各自的文化。我们并不是说

哪种文化优秀，或者说是劣等。不管它有多优
秀，只要基督来了，你就必须活出一个新人，
而不是遵从文化的旧人。李兄弟说：“文化是
代替基督的东西，如果遵从文化的话，就无法
经历基督了。”这是问题。 
加拉太5:4 你们这要靠律法(或文化、宗教)得称
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见证:纲要中说到“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
和神商量；我们需要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
在祂面前并在与祂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
规事情。”我因为自己的天然观念和宗教观念，
认为在通常的环境内应该与主商量，不过，在
预想外的急剧变化的时候即使与主商量也没有
用，陷入了不信。例如，工作的公司被竞争公
司收购时，或者被反对美国总公司的日本法人
社长讨厌时，我认为“主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所以不需要与主商量”。但是，这是我的天然
观念，是我的不信。…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失败
后，无数次这样祷告“主耶稣啊，我用受限制
的天然观念来对待你。你是不受限制的那一位，
所以我不能带着天然的观念去与祢交通。我不
能总是爱着不信的软弱，停留在软弱中。主啊，
我的旧人是不可能改善的，完全没有盼望。但
是，这种认识并不是失望，而是解放。哈利路
亚，我的旧人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现在活
着的，不再是我。基督活在我里面。我要实行
加拉太2:20。否则，无法与主成为一，无法持
有主的同在和祝福。阿们，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然后，在主的同在中，召会生活和职
场生活渐渐得到了祝福。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
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祷告:主耶稣啊，为了成为爱主，成为祂得胜的
新妇，我要把自己遇到的一切问题彻底向主敞
开，与主商量。一切都得和神交通，商量，一
切让祂来处理，让祂来说话，做一切决定。如
果向主独立，采取个人主义的话，那就没有保
护和保障了。我要学习做主的妻子，与祢一起
生活，常常依靠祢，与主是一。 
 


